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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单建华 庄荣华

学童吟诗、泼墨，非遗学徒敬茶拜师，
古装少年练习渔鼓……这是6月底，记者在
永州市零陵区见到的一些场景。 在该区中
小学校，一股“传统文化热”正在兴起。

零陵是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该区开
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目前，传统文化
“一校一品” 建设已覆盖全区73所中小学
校，学生参加面达100%。

“一校一品”
“春风化雨万物新，中华儿女撰雄文……”

6月29日， 在零陵区城区神仙岭小学课堂
上，76岁的渔鼓传承人唐天宝教学生唱其
原创渔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歌》。唐天
宝已在这里教唱一年，干劲十足。

“以前我只在电视上见过渔鼓，后来我
因为会唱渔鼓上了电视。”小学四年级学生
唐任恩加入了渔鼓社团， 如今唱起来有模
有样，击打渔鼓也有板有眼。一年来，师生
自编自演的零陵渔鼓情景剧《后继有人唱
潇湘》《二十四节气歌》《渔鼓舞蹈》等在市、
区一些活动中演出，唐任恩也成了一个“小
戏骨”。

在零陵区，很多中小学校像神仙岭小
学一样，开展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进
校园”活动。如中山路小学实施“向日葵工
程”，让红色文化浸润孩子心田；徐家井小
学宣传“思源立品、开源成器”的“井文
化”，成为全国文明校园；杨梓塘小学自创
国学经典韵律操、 学习国学经典文章，颇
受欢迎；长岭完小读国学经典文章、做国
学经典操、画国学经典画、唱国学经典歌，
形式新颖……

“大咖”授业
作为零陵区边远地区梳子铺乡中心

小学教师，唐玲曾获全国“文明风采”大赛
书法类一等奖。“书法教育对小学生的思
想道德品质的培养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练
书法也是在领悟、理解、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唐玲说。

除了传统书法，学国学、练咏春拳、唱

渔鼓、下围棋、办诗社、学剪纸……各学校
的老师们努力学好十八般“武艺”。“育人
先育己”， 零陵区通过举办教师研修工作
坊、“种子”教师培训班、班主任管理培训
班等，提高广大教师传统文化素养。

师资力量不断增强，零陵区还把“名
师”频频请进学校“授人以渔”。将每周五
最后一节课， 定为各中小学校校本特色
课。据统计，从去年起，先后邀请渔鼓传承
人唐天宝、花鼓戏传承人黄志华、中国家
庭教育百名公益人物张志龙等40余名行
业“大咖”传道授业，让学生近距离体验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

“圈粉”无数
“桃花将芬芳洒遍田野，杜鹃将‘火

焰’欢快摇曳，我寻找到了淘气的春天，它
就藏在野花的帽子里……”在黄古山小学
新竹诗社童诗创作基地，五年级学生夏薇

薇当众朗读自己创作的《寻找春天》。短短
几句话，将春天描绘得生动活泼。

新竹诗社是永州市首个校园儿童诗
社，有社员200余人，已创作诗歌1200余
首，发表作品300余首，还出版了《新竹儿
童诗集》， 在省、 市教育系统引起强烈反
响。“孩子们除了喜欢写诗，作文水平也提
高了。”该校校长刘友红说。

去年来，零陵区不断拓展“传统文化
进校园”的广度和深度。目前，全区共有国
学经典示范校15所、书香校园14所、校园
文化建设榜样校7所， 还有非遗渔鼓进校
园、花鼓戏进校园、怀素书法进校园等艺
术特色学校20所，阳光体育活动示范校10
所。 各种社团活动覆盖了全区各校，“圈
粉”全区70000多名学生。形式多样的“传
统文化进校园”活动，既丰富了学生课外
生活，又提高了学生综合素质，为“文化零
陵”建设增添了新动力。

2018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
湖南营开营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通讯员 黄乙珊 记者
胡宇芬） 由湖南省科协、 湖南省教育厅共同主办的
2018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湖南营，今天分别在中南
大学和湖南大学开营。来自内蒙古、江苏、湖北、广
东、湖南等10地的430名学生营员，将开始为期6天
的科学之旅。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政清出席了湖南大
学分营开营式。

2018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将于暑期在全国51所
重点高校相继开营。 湖南营为营员们准备了丰富的
活动内容。“特色活动———青春多米诺”“院士来
了———何继善院士科普报告会”“大学里的一堂
课———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科技体验———一节
课动动手”“走进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科学实践活动， 等待同学们悉心
体验，踊跃参与。据悉，湖南另有350名营员分赴北
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等地参加科学营活动。

潮涌洞庭 文荟巴陵
岳阳文化产业成果展开幕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吴广 通讯员 李汶玥） 岳阳市文化产业成果展今天
开幕。同时，岳阳市文化产业协会成立。记者获悉，该
市文化产业总规模已达583.88亿元， 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GDP的比重将突破5%。

为了展示当地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文化产业发
展的成就，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壮大文化软实力、加
快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岳阳市举办了文化产业成果展
系列活动。其主题为“潮涌洞庭 文荟巴陵”，有180家
文化企业参与。成果展分为综合、非遗开发、创意设
计、工艺美术、影视传媒、文化科技、文化旅游“1+6”共
7个板块。非遗板块展出了岳阳最具代表的非遗：岳州
窑、岳州扇、岳阳黄茶（君山银针）、七大国家级演艺非
遗和川山毛笔。创意设计板块展出了工业设计、广告
创意设计、 生活类文创和多彩贵州品牌文创四大类。
工艺美术板块展示了岳阳雕艺、陶艺、剪纸及书画、出
版等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影视传媒板块展示了岳阳市
国有文化企业新媒体融合、电影、自媒体、网络游戏、
VR等方面的发展成果。 文化科技板块展出了岳阳市
北斗导航系统应用、数字会务、文化软件开发等几家
企业。文化旅游板块对全市12个县市区的主要旅游资
源、项目和旅游产品开发都进行了展示。

开幕式上， 还举行了一系列文化产业合作协议
签约仪式。 岳阳市政府与多彩贵州文化产业集团签
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岳阳市文化产业协会分别与
深圳福田区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深圳中科博士后科
技创新研究院、福田金融商会签订平台合作协议。

国家安全教育
走进职业院校课堂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邹红

珍）今天上午，“湖南省国家安全教育进职业院校”暨
“湖南省职业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教师培训班”正式启
动。来自全省100所职业院校的骨干教师，将在湖南
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接受为期3天的集中培训。

据介绍，为落实国家安全教育进大中小学课堂，
湖南省教育厅和湖南省国家安全厅共同决定率先对
全省职业院校拟从事国家安全教育的师资力量开展
专题培训，3年内将对130所中职学校和70所高职高
专院校共计800余人的国家安全教育师资专题培
训，省国家安全厅提供有关课程设计参考、授课教师
力量、宣教片及国家安全宣教资料等有关事项支持。
此次省级培训是推进职业院校国家安全教育骨干教
师的培养，逐步建立一支以专业教师为骨干、专兼结
合的国家安全教育师资队伍， 指导各职业院校有效
地开展面向全体教师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培训，使
广大师生牢固树立国家安全意识。

据介绍，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将《国家安
全法》等法律法规纳入了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设
了“国家安全大讲堂”，开展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系列主题活动。自2018年秋季起，还将开设专门的
国家安全课程。

� � �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喻鹏）今天19时30分，由湖南省教育厅主办，
湖南农业大学承办的湖南省第八届化学化
工实验与创新设计竞赛在湖南农业大学闭
幕。该竞赛吸引了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和湖
南师范大学等全省30所高校的500余名师生
参加。经过2天的角逐，竞赛设置的无机及分
析方向、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三个组分别产
生15个一等奖、21个二等奖、30个三等奖，其
中湖南农业大学一举夺得有机组、物化组和
无机分析组3个一等奖。

本次赛事由第八届实验技能竞赛、第二
届大学生化工设计作品决赛、第十届大学生
化工类课外创新作品决赛和湖南省第八届
化学实验教学与实验室建设研讨会组成，
旨在引导和推动我省高校化学化工相关专
业人才培养模式和实践教学改革， 全面提
高大学生实验技能、 创新思维和工程设计
能力， 为优秀创新创业人才脱颖而出创造
条件。

湖南农业大学近年来大力实施农业院
校化学与大农学交叉融合发展特色战略，
积极开展化学支撑农学、 动物科学和生物
科学等大农学一流学科建设， 在优化农作
物生长， 开展碳汇材料生物炭材料制备与
应用研究，开展化学在动物营养提取与配方
方面研究，开展农作物领域天然产物有效成
分的提取与畜药添加剂的开发与研究等方
面，探索出农业院校特色化学化工学科建设
模式。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曾鸣 胡旋

“我局禁毒支队联合广东警方，在
郴州嘉禾、 广东广州两地同步收网，破
获公安部督办‘2018-336’毒品案件，摧
毁一跨省制造冰毒犯罪团伙。”7月16
日，郴州市公安局负责人介绍，该案共
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10人， 其中包括
“毒师”1名，捣毁制毒工厂1处，缴获成
品冰毒7公斤、 冰毒半成品20余公斤及
少量大麻等。

犯罪团伙为求暴富
隐匿郴州制毒

制作贩卖毒品是一种能带来暴利
的违法犯罪行为，香港籍毒枭黄某一直
企图扩大自己的“生意”。今年某日，黄
某的同伙“二哥”给黄某带来一个好消
息，“二哥”结识了一个绰号叫“肥佬”的
人，这人掌握着利用化学原料加工制造
冰毒的技术，是个难得的“人才”。

黄某听闻大喜，马上重金聘请“肥
佬”做“毒师”。“肥佬”也有意靠“一技之
长”一夜暴富，双方一拍即合。

“肥佬”有个女友是郴州市嘉禾县

人，郴州作为湖南的“南大门”，交通十
分便利，这个犯罪团伙决定将制毒地点
隐匿在郴州。他们通过“肥佬”的女友，
在嘉禾县租了一个地方，将制毒工具和
原料运来此地制毒。

民警潜伏废弃厂房
查获制毒窝点

今年5月， 这个制毒团伙被警方盯
上，由公安部专案督办。

5月17日， 广东省广州市民警奔赴
郴州，与郴州市禁毒支队联合成立专案
组，展开侦查。

侦查得知，负责在郴州与广州保持
联络的是“二哥”。通过对“二哥”的跟
踪，民警发现他总与一名叫肖某国的郴
州本地人联络。经查，肖某国因生意失
败，已在外欠下大量债务，全家被银行
纳入失信人员名单，极可能为了钱铤而
走险。

5月19日， 办案民警发现肖某国在
与“二哥”接头，便悄悄跟踪到嘉禾县郊
区的一间废弃厂房外。民警对这个厂房
进行20多个小时蹲守发现，这间废弃厂
房原来就是“肥佬”的制毒窝点，共有5
人正在厂房内制毒。

两地抓捕收网
缴获冰毒成品7公斤

获得足够的证据后，警方决定在郴
州、广州两地同时收网。

5月20日凌晨，在专案组的指挥下，
嘉禾县公安局作为本次抓捕的主力军，
迅速调集禁毒大队、刑侦大队、巡特警、
派出所、消防等部门100多名警力，配合
郴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网技支队对犯
罪嫌疑人实施集中抓捕。

凌晨2时许， 抓捕民警悄无声息潜
入制毒窝点， 将厂房围个水泄不通。特
警队员驾驶防弹装甲车撞开厂房的大
门，一马当先冲入院内。窝点内的嫌疑
人四处逃窜。嫌疑人彭某企图驾车强行
冲卡，民警跳上行驶的车中强行将其拖
下。其余嫌疑人也束手就擒。

这一晚，郴州警方成功抓获毒品制
造者“肥佬”（男，本名辛某）、团伙组织
者肖某国等5人， 缴获冰毒成品7公斤、
半成品20余公斤及制毒工具一批。广东
抓捕组在广州同步展开抓捕，分别在广
州天河、越秀、海珠、增城等地抓获制毒
原料提供者黄某（香港籍）、团伙组织者
伍某等5人，缴获部分冰毒及大麻等。

古 城 国 学 兴
———零陵区“传统文化进校园”纪实

大学生比拼
化学化工实验与创新设计

勇擒毒贩
———郴州警方破获部督“2018-336”毒品案记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1 1096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91
787
6489

8
51
198

183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617
77846

490
2835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7月16日 第2018082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1227903 元
04 0210 12 14 27 28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7月 16日

第 2018190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219 1040 2307760

组选三 2137 346 739402
组选六 0 173 0

5 65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阳新）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文学
艺术基金会、 河北省文化厅主办的“中国
梦·燕赵雄风”全国中国画、油画作品评选结
果近日出炉，并举行了展览。衡南县一中夏
洁老师的油画作品《猫囧》被评为入会资格
作品，为此次展览最高奖，也是我省在此次
展览中唯一获此殊荣的油画作品。

本次展览共征集到来自全国的投稿作
品5770件。展览初评工作于6月6日在中国文
联举行，共评选出564件入围作品；复评后，
共评选出270件参展作品， 其中64件为入会
资格作品。

据了解，夏洁系省美协会员，省油画协
会会员，中国当代女子画会成员，其创作的
书画作品屡获国家、省、市大奖，油画《小憩》
《花语》先后入选“江山如画”全国油画写生
作品展，油画《生命》入选2017“回响”青年油
画家邀请展。

夏洁作品获
“中国梦·燕赵雄风”最高奖

限秀令
� �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
厅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
目播出工作的通知》 日前发
布， 给最近火爆的选秀综艺、
偶像养成类节目敲了警钟。在
暑假来临之际，“限秀令”的发
布不仅是对娱乐节目的规范
和引导，也是对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关爱和保护。

文、图/刘谦


